
本报6月7日讯 为优化工程
机械行业营商环境，湖南法院从5
月下旬启动了为期三个月的涉工
程机械行业执行案件专项执行活
动。6月4日，宁乡法院传来首个捷
报，在湖南高院、河北高院、长沙
中院、保定中院、易县法院以及宁
乡法院两省三级六家法院联合执
行下， 顺利执结了一起工程机械
设备租赁合同纠纷案。

被执行人石某龙等人租赁了
湖南中宏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起
重机，后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租
金一直没有到位。 公司起诉至宁
乡法院。法院受理后，组织双方调
解，最终达成了一致协议，石某龙
等人同意支付租金及利息共计
170余万元。

协议达成后， 石某龙等人却
一直不履行义务， 法院决定强制
扣押起重机设备。

6月4日， 在两省法院干警的
护送下， 起重机顺利运至指定的
扣押地点。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周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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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出生的李东早已
为女儿们分别起名为李西、李
南、李北，寓意她们将来“走南
闯北”，可“心急”的孩子们提
前诞生，还来不及享受初为人
父的喜悦，高昂的医疗费就让
他捉襟见肘，犯愁万分。

省儿童医院副主任医师
庄严介绍，“三个孩子属于超
早产，超低体重婴儿。转院过
程中，呼吸管理、体温、血糖等
方面都趋向稳定，比较成功。”
然而， 面对超早产超低体重
婴儿， 后期治疗维护一直是
世界性难题。庄严说，小儿呼
吸、感染、免疫系统脆弱都需

要格外关照，同时小儿喂养需
尽量采用母乳，重点保护脑神
经中枢等多方面问题，目前中
国对此类超早产治疗，存活率
在60%-70%。

“前后保胎就花了几万，住
院后又花销不少， 这次转院又
一次性交了4万元。”李东说，从
事普通销售工作的他倾尽所
有， 而完全医治好三个孩子后
续治疗费用还要将近百万。

“这对我来说，是个天文数
字，但我绝不会放弃。”李东红
着脸含泪恳请， 希望通过媒体
报道呼吁， 好心人伸出援助之
手，帮助三个孩子闯过难关。

“自从来到银和瓷业上班后，
我们家的变化可大了。”6月5日，
正在醴陵市孙家湾镇银和瓷业公
司研发部工作的谢建军对记者
说。银和瓷业公司2007年在孙家
湾镇孙家湾村成立。近年来，该公
司通过就业帮扶共解决农村剩余
劳动力600余人， 直接帮扶或委
托帮扶贫困户50余人， 带动9户
32个贫困户摘帽脱贫。

谢建军家里有五口人， 之前
是建档立卡贫困户。2004年，谢
建军2岁多的孩子突发高烧不退，
导致脑瘫一级残疾。祸不单行，不
久后， 谢建军家的土坯房也因下
雨倒塌了。 正当谢建军为小孩治
病及生计发愁时，孙家湾镇的“爱
心企业” 银和瓷业公司向其伸出
了援手， 将他特招到了生产车间
当一名普通的工人。不出几年，因
其虚心向上、认真执着，谢建军从

普通工人一步步做到班长、 车间
主任，最后升为研发部部长，现在
月薪六七千元。

“对青年贫困劳动力，公司会
安排他们进车间就业； 年纪较大
的弱劳动力， 我们就会引导他们
充分利用土地， 做些力所能及的
农活及种植一些农作物。 尽量让
这些贫困户们在家门口就业的同
时还能照顾好老人及小孩。”银和
瓷业公司负责人肖俊彦说。

在孙家湾村， 贫困户们不仅
都在银和瓷业公司重新找到了自
己的“价值”，而且他们还在种植
农作物上“无后顾之忧”。

作为指上美食公司的股东之
一，肖俊彦还带动该公司从2015
年开始收购贫困户种植的农作
物，“每年收购藕、毛豆、蜂蜜等农
作物近200万元”。

肖俊彦说：“企业在当地创业
致富，相应地也要承担社会责任，
特别是对当地的发展作出贡献，
要更加关心当地的百姓， 特别是
贫困户。”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王双

三胞胎超早产，90后父亲垂泪求助
岳阳长沙两城接力，警车牵引，两小时顺利抵长就医，然而后续百万医疗费还无着落

让贫困户“就业”“顾家”两不误 租了起重机不付钱
湘冀两地法院联合执结

6月7日下午，一则“岳阳早产三胞胎急需赶往湖南省儿
童医院治疗，请为这三辆救护车让行”的消息迅速刷爆朋友
圈，岳阳、长沙两城也开展了一场爱心接力（扫右上角二维码
看爱心接力视频）。

岳阳交警、湖南高速警察、长沙交警多地合力派警车牵
引开道， 终于在下午4点半左右平安顺利抵达省儿童医院，
顺利转入新生儿科病房。目前婴儿生命状况尚平稳，但由于
是超早产超低体重儿，后期治疗维护存在风险
困难。

“下午2点半从岳阳市人民
医院出发，不到4点半就赶到了
省儿童医院， 太感谢一路上为
我们护航的交警和为此呼吁让
行的媒体了。”6月7日下午4点
50分， 李东在省儿童医院外科
楼新生儿科窗口处填写着各类
入院清单， 脸上黝黑皮肤下干
涸的汗迹依稀可见。

记者从地图上粗略估算，
两地距离最短为160公里，中
途需经过多个闹市区， 而救
护车在短短两小时内就抵达
目的地，时速达到了80公里。
“车子开得很快， 我心跳更
快， 每辆救护车都给孩子配
了呼吸机。 以前从岳阳到长

沙要3个多小时，这一次我深
刻体会到时间就是生命。”李
东回忆， 每经过一段较拥堵
的道路， 他额头上都会沁出
豆粒大的汗珠。

李东告诉记者，老婆怀孕
至今未满26周，早在5月31日
外出散步时就出现先兆性流
产。“当时我就从深圳赶回来
了，一直在医院陪伴她，昨天
下午早产生了三个女儿。”6日
下午， 李东三胞胎女儿面世，
出生时最重的一个都只有1斤
多，“看着心疼，小手只有我大
拇指粗，刚出生就面临大劫。”
李东不禁哽咽。隔日，当地医
院紧急告知需转院观察治疗。

疾驰160公里，超早产三姐妹顺利入院

后续治疗费近百万，90后父亲含泪求助

■记者 张洋银

6月7日下午，李东到达省儿童医院新生儿科，为孩子们办理入院治疗手续。 记者 张洋银 摄

本报6月7日讯 每个爱美的女
孩都希望自己眉如卧蚕、 秀发如云。
然而，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躯体疾病
精神科昨日却接诊了一名因患上拔
毛癖而成“无眉大侠”的妙龄少女。

18岁的小米（化名）是某高校的
大一学生，平素性格内向，长相清秀，
来就诊时小米已无眉及秃顶了。经医
生询问家属后得知这是小米自己的
“杰作”，小米喜欢拔自己眉毛和头发
而导致自己没有眉毛和秃顶。

小米是真的喜欢拔自己的眉
毛吗？其实小米出现了严重的心理
问题。为求系统治疗，小米在家属
的陪同下住进了湖南省第二人民
医院躯体疾病精神科住院治疗。

小米的管床医生张喜艳副主
任医师介绍，患者从16岁开始学习

压力大时就有拔自身毛发的行为，
家属没有引起重视，没有系统专业
治疗，父母脾气比较暴躁，经常在
她面前吵闹，甚至大打出手，结果
导致患者病情发展尤其严重。这次
因为跟父母闹矛盾后，一气之下就
把自己眉毛拔光了，在头顶及身上
不同部位换着拔毛发，拔完后负面
情绪瞬间释放， 感觉心情无比舒
畅；但是在拔完以后看到镜子里的
自己感到焦虑和痛苦。

医生表示，患者明知该行为没
必要且伤害了自己，但仍无法控制
反复该行为，为此烦躁不安，时间
长了，开始出现心情不好，并严重
干扰了患者的学习及生活。家属看
在眼里痛在心里，无论怎么劝说患
者，患者病情并无改善，只能求助

于医生了。 经过一系列的检查，排
除了其他疾病后，综合患者其他行
为最后确诊为“拔毛癖”。

张喜艳解释，“拔毛癖”是以反
复拔除自己或他人的毛发为主要
表现的一种强迫相关障碍，得此病
的患者会常常因此导致斑秃或脱
发，感到焦虑和痛苦，并干扰了正
常的社会功能。

医生建议，家长的看护和学校
老师的关心必不可少， 同学之间也
应相互关爱， 这样能够及时发现及
时就医诊治，甚至减少该病发生率。
现在的父母大部分对小孩的教导缺
乏耐心，不是打就是骂，没有正确去
探及他们的心理，缺乏沟通，这对他
们的心理影响是非常大的。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方小丽

患上“拔毛癖”，18岁女大学生拔光眉毛


